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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妹校幫手 跨境生疫境摘星
港校網課內地校實體課助備試 屯門馬登兩人合奪「10星」
香港的疫情持續、與內地恢復正常通關無期下，數以萬計的
跨境學生一直未能來港上課，只能藉網課盡量維持學習進度，
對要應考文憑試（DSE）的高中生來說，挑戰尤其大。為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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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跨境 DSE 考生，香港有中學使出渾身解數，透過與內地姊

妹學校合作，以港校網課與內地校實體課方式，聯合培養跨境生備試。前日 DSE 放榜，明
愛屯門馬登基金中學（屯門馬登）兩名接受跨境線上線下聯合支援的考生，一共摘得 10 星
佳績。家住佛山的于凱文，最佳 6 科全獲 5*一共取得 36 分，並已報讀香港大學、香港科技
大學及清華大學。他希望能進修人工智能及軟件設計工程知識，學成後為國家以至人類社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虹宇

會作奉獻。
6 科 5*級英文
屯門馬登應屆考生于凱文，一共取得
4 級成績。家住佛山的他，疫情下無法來港，在

姊妹校佛山市南海區石門中學就讀香港課程，平時由
屯門馬登提供網課，石門中學面授的形式學習，只在
DSE開考前約半個月回港應試。
疫情阻隔下，凱文放榜時只透過網上查閱結果，未
有回港領成績單，昨日他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電話訪
問時指，對分數既滿意及意外，應考時他曾擔心未有
發揮到最好，沒想到取得如此佳績。

未能親身上課 惟有努力追趕
從小在內地成長的凱文，原本一直就讀內地課程，
直至中五時轉讀 DSE 課程，並在去年入讀屯門馬登，
但因為疫情關係，他一直未能親身來港上課，令他感
到遺憾，「少了一段寶貴的經歷，而網課又不如面授
課程，只能自己努力追趕。」
英文是凱文的弱項，他說，自己平時在石門中學沒
有英文學習環境，要比旁人付出很多才能有進步，每
天要分四五小時加強。
他特別提到，自己在石門中學時，每日早晨6點多起
身，中午午休後，2點左右又開始上課，7點開始的晚修
亦不可缺席，每天溫習到11點才睡覺，周而復始，「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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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前，回到香港非常不習慣，尤其是作息時間，只能每
天按着自己的步驟，朝6晚11學習。」

對工程感興趣 盼奉獻國家企業
在放榜前，凱文已獲英國利茲大學、曼徹斯特大
學、杜倫大學等校有條件取錄，同時還報讀了香港大
學、香港科技大學及清華大學。雖然仍未決定出路，
但他對商科及工程專業十分感興趣，有興趣修讀雙學
位課程。
他說，在工程方面，自己對計算機科學最感興趣，尤
其是人工智能及軟件設計，認為計算機知識對未來人類
社會發展非常重要，希望自己學成後能有機會奉獻國家
企業，改善人們的生活。
于凱文媽媽對兒子拿到好成績亦感到開心。對凱文
中五時轉讀 DSE 課程，她當時亦曾感到迷茫，很擔心
會選錯，不過經過了解，又諮詢了在港的親戚朋友，
發現DSE出路寬廣，最終還是選擇了DSE課程。
屯門馬登校長袁國明衣示，該校另一名跨境考生朱
厚宇，情況與于凱文相似，同時是由該校提供網課，
姊妹校石門中學面授的形式學習，朱最終取得最佳 5
科 29 分佳績，包括數學獲 5**、數學延伸部分與物理
也分別獲5*，而中文與化學各獲5級。

疫情促進合作 發揮兩地優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虹宇）
明愛屯門馬登基金中學校長袁國明
表示，疫情促進了與姊妹學校佛山
市南海區石門中學合作，發揮兩地
優勢。石門中學設有DSE課程，便
於港籍學生在佛山就讀，採用內地
高考的嚴謹教學方式，校舍封閉式
管理令學生更能集中學習，而屯門
馬登對DSE試題、香港課程的情況
則較為熟悉，「兩名跨境生集合兩
地優勢，成績優異，可以說是成功
的實驗，希望未來他們學成後，能
回饋大灣區。」
袁國明指出，過去一年多疫情

斷斷續續，跨境生無法到港返
學，只能在石門的姊妹學校進行
網課，等考試前再回港面授溫
習，準備考試。
他用「馬拉松」形容疫情下的
溫習拉力賽，校方專門成立特別
小組，針對跨境生提供幫助，組
內有科任老師、科主任、助理校
長及校長等，隨時解答跨境生學
習上的疑難問題，與家長頻繁地
進行視像會議，昨晨助校還與家
長學生透過電話會議商談跨境生
的大學選科事宜。
網課期間，學校採用了全球通

用的視頻軟件，不僅讓居於內地
的跨境生，連遠在巴基斯坦的
「跨國生」都可以參與學習。
袁國明表示，為方便支援管
理，該校會將跨境生歸為一班，
並多設一名班主任。疫情前，跨
境生即日往返兩地學習時，校方
安排了居於深圳的老師陪同其回
深圳，以加強照顧，「相信這在
香港的學校是少有的。」
此外，屯門馬登今年暑期還透
過屯馬新家園社區及跨境公益網
課中心為兩地跨境生提供網課服
務，迄今已經超過500人次參加。

動漫節開鑼 入場率將縮至 50%
●師生需正
確認識「國
籍」與「公
民」的概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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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科增兩教材涵蓋國情基本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韻）為修正
通識科「異化」帶來的惡果，教育局
將於 9 月新學年於中四級推出公民與
社會發展科（公民科），以教導學生
正確認識國家與香港關係，並灌輸正
確價值觀。教育局近日再就新科目中
「『一國兩制』下的香港」主題向教
師發放兩份教材簡報，分別涵蓋當代
國情概略，與基本法規定下香港居民
權利與義務兩個重點，前者講述國家
政治體制、中華民族的組成以及「中
國國籍」與「中國公民」的概念。教
育界認為，有關官方教材能夠提供最
新、最全面的資料予前線教師，讓他
們能夠正確教導學生關鍵概念，避免
出現誤解及歪曲的情況，對此深表歡
迎。
教育局上月起已先後兩次透過網上
資源平台向教師共發放 5 份公民科教
材，至近日再新增兩份以「當代國情
概略」及「基本法規定香港居民的基
本權利與義務」為學習重點的教學簡
報。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取得該兩份
材料，在「當代國情概略」中，列明
學生需要認識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
制度是社會主義制度，社會主義制度
決定國家的政治體制，以及中國共產
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等
關鍵概念。該份簡報亦詳細闡述有關
中央國家機構的組成部分、職能及特
點，讓學生有系統地了解國家制度。

以民族文化特色學「民族平等」

為讓學生全面認識國家，教材亦加
入中國各個民族的文化特色介紹，以
節慶、舞蹈、服飾等切入，讓學生學

會「民族平等」概念，了解中華民族
共同體的意思。
此外，該簡報更特別引述國家憲法
及國籍法，解釋「中國國籍」與「中
國公民」的概念，並由此說明中國政
府關於香港居民國籍問題的立場。
在「基本法規定香港居民的基本權
利與義務」教材中，以基本法條文、
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的樣本說明等
作深入淺出的介紹，讓學生了解香港
居民的法律地位、基本權利與義務。
教材特別強調，雖然基本法賦予香港
居民的不同自由，但「表達意見、和
平集會、結社的權利和自由不是沒有
限制」，藉此教導學生正確觀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芙釵）特區政
府早前收緊社交距離措施，公眾娛樂場
所容納人數由原先的 75%入場率縮減至
50%，今日開鑼的香港動漫電玩節受到
影響。有參展商表示，參考書展的情
況，加上動漫迷已經「餓了一年」，相
信今年銷情樂觀，因此會推出會場優先
預定遊戲套裝及限定禮品。
去年曾因疫情叫停的香港動漫電玩節
由今天起一連四天在會展舉行，有逾70
個參展商參加，惟 Sony、Xbox、Hot
Toys 等 備 受 矚 目 的 大 品 牌 均 未 有 參

展。現場主要以模型、玩具參展商為
主，還有遊戲商參展，市民可以領取會
場限定虛寶或現場免費體驗。
香港動漫電玩節行政總裁梁中本昨日
表示，在收緊社交距離後，預計每天約
兩萬人無法入場。主辦方會不時在社交
平台更新龍尾位置圖及預測輪候時間，
而在容納量可能爆滿時，大會會採取截
龍措施，呼籲市民盡量「速遊」展場，
縮短參觀時間至 2.5 小時，或選擇在每
天下午四時半、人流較少時才入場。
參 展 商 Game Source Entertainment

市場部負責人馬先生表示，今年主打一
些近三四年深受女性歡迎的「乙女遊
戲」，最大消費群為三四十歲的女性，
而合家歡類遊戲亦深受歡迎，預計今年
銷情樂觀。
首次參展的微影（TINY）創辦人吳
先生表示，過往曾多次參加玩具節，今
年首次進軍動漫節。他說，雖然動漫節
以日本動漫為主，但公司一直推出的
人、景、車模型亦深受一眾市民喜歡，
故對銷情感到樂觀，預計能夠與以往在
玩具節一樣有近七位數收益。
◀參展商布置攤位，為開幕做好準
備。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乙女遊戲及合家歡類遊戲深受市
民歡迎，因此展商特別為動漫節開
放預售遊戲及相關遊戲精品作為贈
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鄧飛：簡報因應國家體制更新
資深通識科教師、將軍澳香島中學
校長鄧飛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
示，該份簡報能有系統、全面地將知
識整合，亦會因應國家體制的最新發
展作出更新，讓教師不需「左摷右
摷」自己尋找未經核實的資料。他留
意到，簡報內明晰說明了「國籍」與
「公民」概念，「但過去通識科觸及
有關內容時，只能『支離破碎』地進
行講解，甚至會將概念曲解」。
根據公民科課程框架，首年教授的
「『一國兩制』下的香港」主題共有
12 個學習重點，至今教育局已就 7 個
重點提供教材，鄧飛期望局方能夠盡
快發布餘下重點的教學簡報，讓教師
得以在新學年開始前全面備課。
此外，他又敦促教育局舉行教師培
訓環節，提升教師專業水平，以免教
師只會「依書直說」，欠缺靈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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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漫節
舉辦日期 7月23日至26日
開放時間

7 月 23 至 25 日，上午 10 時至晚
上9時
7月26日，上午10時至晚上8時

地點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展覽廳1

門票
票種

售價 售賣渠道

票種

售價

售賣渠道

預售票

40元 指定7-11及OK便利店

電子票

35元

凌速博覽App

現場票

40元

現場售票處（只接受電子支付）、凌
速博覽App，可享5元折扣

註：已接種疫苗者在下午 4 時半後入場可享半價優惠
（每日名額3,000個）
資料來源：香港動漫電玩節

限量版潮玩收藏
門票（電子門票、
280元
實體門票各一
張）

現場售票處（附送限量版模
型一個或一對、可使用特別
通道進場）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芙釵

